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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周年暨致公党地方组织成立 40周年
□王起鹍

2021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决议》）听取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高举大团结大联合

的旗帜，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逐步确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领导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积极

发挥作用、不断发展进步。

通过学习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决议》精神，我深刻认识到，这是在关键历史时间节点下的一场承前启后、续写辉煌的里程碑式历史性会议和文件，必将在中国

共产党历史、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决议》是中国进入“强起来”新时代之后又一集结号与动员令。

序引
回国 58 年，我从事统战工

作、侨务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四

十年；在我人生 70 多个春秋岁

月里，从华侨到归侨，从学生到

士兵、工人、技术员、公务员……

回望过往，深知我的祖国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沧海变

幻，并非一朝一夕，山河锦绣，并

非轻而易举。

2018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

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

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

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

政党制度。”这是“新型政党制

度”的概念首次被提出，也将我

国的政党制度的发展带入了新

的里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

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凝聚

共识、优化决策、协调关系、维

护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

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以来，经

历了七十年的发展与变革。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发展

历史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全体人民、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建

的一项伟大创举，是从中国土

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

度。

“侨”缘
1980 年春，由于与“侨”的奇

缘，虽然我还不是致公党党员，

仍然带着为“侨”服务的热情，在

致公党福建省委秘书长林春福

的带领下，骑着自行车走访归侨

知识分子，宣传中国致公党组织

的性质和任务，为的是物色和发

展致公党党员，筹备成立中国致

公党厦门组织。由于“文革”造成

的伤害，许多归侨知识分子心有

余悸，特别要在大学里物色副教

授以上归侨侨眷参加民主党派是

非常困难，有的同志拿了申请表

后又被退回，我们不厌其烦地登

门解惑、宣传，主动帮助他们反

映、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细致

的工作使归侨侨眷对致公党有了

新的认识。1981年，包括我自己在

内的 11 位第一批新党员正式亮

相。12月 30日，林春福秘书长在

厦门霞溪旅社召开党员会议，宣

读 1981 年 12月 29 日，中共厦门

市委“关于建立致公党组织机构

的批复”文件，宣布成立中国致公

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

1981 年 10 月 15 日，随着一

声开山炮响，厦门经济特区在湖

里破土动工，当年的一声炮响，

现在的一场蜕变。现代化建设方

兴未艾，作为人才多元化、智力

密集的各民主党派，归侨侨眷知

识分子中的不少热心人士本着

敬业报国的一片赤诚，为发展生

产力和科教兴国而建言献策。

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不久，当

年 12 月 30 日，致公党厦门地方

组织正式成立，正巧也是我 34

岁生日。

除了民革、民盟、民建、农工

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了厦门

地方组织之外，1983 年和 1984

年，台盟、九三、民进也先后成立

了厦门地方组织，成为最早实现

拥有八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

经济特区地市。

奉献
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工委会

成立初期，致公党中央非常重

视改革开放前沿的厦门致公党

组织，特别划拨 11 名干部编制

（其中同安县 1 名）给厦门，由

于厦门财政困难，我们只能靠

致公党中央拨发的几百元的

“特别费”和致公党福建省委主

委柯朝阳贴补的 500 元开展工

作。在没有办公场所、没有专职

干部的情况下，面对困难，工委

会班子成员发扬艰苦朴素的工

作作风，组织党员学习政治，利

用业余时间参加党内组织的各

项活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年

轻的党派成员都是编外干部

（志愿者），全靠自己的双手和

双脚、自行车做通讯、联络工

作，后来成立的市“九三”和“民

进”组织，曾经还是“寄人篱

下”，许多老领导和党派成员，

为了发展自己的组织，勤勤恳

恳地做奉献。

为了扩大致公党组织的影

响，受致公党组织的委托，我积

极主动与市侨办、侨联联系，使

我们的许多工作得到了侨界的

支持，并逐步形成“三侨”（侨办、

侨联、致公党）联动机制；1982 年

5 月，在市政协和统战部支持

下，致公党才有了自己的办公

室，同年 9 月 26 日，致公党成功

举办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市

归侨侨眷国庆联欢晚会，中共厦

门市委、市政协、统战部、侨办、

侨联的领导与 200 多位归侨侨

眷共渡佳节，“侨党”在侨界、归

侨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为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为‘四个现

代化’服务”的口号在侨界回响，

要求参加致公党的归侨侨眷也

日益增多。

40 年过去了，厦门市党派成

员由 500 余名增至 10000 余名，

党派机关干部列入国家公务员

管理，办公条件也得到改善，党

派机关经费逐年增加。在厦门

致公党发展过程中，党员数从

成立初期的 11 名发展到今天

的 1200 名，我深深体会到民主

党派组织的发展，民主党派领

导干部培养和教育，都离不开

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所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也离不开市委统

战部的帮助和支持，这也是我

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领导人

的光荣传统的原因所在。市委

弘扬
1998 年，全国政协副主席、

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明确提

出：“致公党组织规模小，声音不

能小；党员人数少，作为不能

少。”这个口号很快成为全党的

共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的

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

2000 年，罗豪才主席推动

“五侨”联动活动，在全国形成一

个“大侨务”的制度，联系着成千

上万的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然

而，罗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说“虽

然（五侨）工作是我们建议做的，

但我们不当头，大家一起研究协

商，共同做好侨的工作。”

2018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

书记看望民盟、致公党、无党派

人士、侨联界的委员时，他强调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大意义，为

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赋予了新的

时代内涵，也指出了努力奋斗的

方向，使我们深受鼓舞。

2018 年 3 月 6 日下午，在各

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

导人记者会上，致公党中央主席

万纲在发言时说：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关注和重视广大归侨侨眷、

海外侨胞的工作生活，对新时代

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为改革

开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贡献力量，提出了殷切希

望。习近平总书记还深情地回顾

了罗豪才主席曾经说的一句话，

“党的规模小声音不能小，党的人

数少作用不能少”，我们感到十分

亲切，也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征程
祖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不但

改变了广大归侨侨眷知识分子

的命运，也为民主党派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

机遇。随着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

的确立，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

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国

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社

会影响。

2005 年，中共中央制定颁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 号

文件），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作了系统规范，是指导我国多党

合作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使

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更加巩固

和发展。实践证明，民主党派的

进步性，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以及改革时期，都集中体现与

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风雨同

舟，致力于一个共同目标而奋

斗。中国致公党作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实

践者、维护者、捍卫者，在中共中

央 5 号文件精神指引下，自身建

设进一步加强，参政党作用进一

步发挥。

2021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正式发布，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了新型政

党制度的性质定位、对民主党派

的“三好”要求、支持民主党派履

行职能、加强自身建设等内容，

让我们党派成员深受鼓舞，我们

要以实际行动展现党派成员新

担当新作为新风貌。

中国致公党是一个具有 96

年历史的参政党，我们要认真

学习领会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弘扬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

作的光荣传统，坚持正确的历

史观、大局观、发展观，不断夯

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

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的“侨”

“海”特色，牢记合作初心，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中共的好

参谋、好助手、好同事，增强责任

担当，加强与爱国侨团侨社、华

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留学人员

的联系交往，推动侨务资源可持

续发展；进一步在海外弘扬和传

承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新型

政党制度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

开创的中国式民主故事，进一步

团结和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

侨侨眷，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祖国统一伟大事业献计

出力。

统战部已经成了各民主党派真

正的家，统战部长们和机关干部

也成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党

派干部的朋友。


